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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鞋类产品设计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鞋类产品设计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
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703-2017 鞋类 术语
GB/T 36975-2018，鞋类通用技术要求
GB/T 36936-2018，鞋类 鞋号术语
GB/T 3294-2018，鞋楦尺寸检测方法
GB/T 3293-2017，中国鞋楦系列
GB/T 15107-2013，旅游鞋
QB/T 1002-2015，皮鞋
高等职业院校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学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03-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鞋 footwear
为了保护和覆盖脚，不同材料的帮面（2.1.6）与鞋底（2.1.58）[外底（2.1.50）
]、

鞋跟（2.1.63）等一起制成的物体。
[GB/T 2703-2017，定义 2.2.40]

2

3.2

设计 design
根据人体脚型、运动机理及美学原理，结合制鞋材料的性质和制造工艺（2.6.14）
，

设计各类鞋类（2.2.40）产品。
[GB/T 2703-2017，定义 2.6.30]
3.3

工艺 techniques
将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成成品的工作、方法和技术等。分为缝制、胶粘（2.6.22）、

硫化（2.6.24）、灌注（2.6.17）、注塑、缝粘工艺。
[GB/T 2703-2017，定义 2.6.14]
3.4

工艺流程 manufacture procedure
鞋类（2.2.40）产品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各项工作程序。
[GB/T 2703-2017，定义 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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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适用院校专业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皮革工艺、工艺美术、美术设计与制作、皮革制品造型设计、服

装设计与工艺、民族服装与服饰。
高等职业学校：鞋类设计与工艺、皮具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皮具制作与
工艺、产品艺术设计。
应用型本科学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工艺美术。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皮革工艺、工艺美术、艺术设计与制作、皮革制品设计与制作、

服装设计与工艺、民族服装与饰品。
高等职业学校：鞋类设计与工艺、皮具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皮具制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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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产品艺术设计。
应用型本科学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工艺美术。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时尚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工艺美术。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鞋类设计与制作】（初级）：主要面向鞋类设计与工艺、服装与服饰设计、鞋

类产品制作、鞋类配件设计与制作、皮革工艺、皮革制品造型设计、服装设计与工艺、
时尚买手与设计等相关行业。主要能完成款式效果图设计、跟底设计、全套样板设计
与制作、选料与划裁、生产准备、帮面制作与缝纫、帮底结合与装配、质量检验等相
关工作岗位。
【鞋类设计与制作】（中级）：主要面向鞋类设计与工艺、服装与服饰设计、皮
具艺术设计、皮具制作与工艺、产品艺术设计、鞋类样品制作、鞋类配件设计与制作、
鞋类产品规划、产品设计、工艺美术、时尚买手与设计、陈列与展示设计等相关行业。
主要能完成效果图软件辅助设计、样板调试、鞋楦设计、产品设计方案制定、材料应
用方案制定、技术规范编写、技转方案实施、品质检验标准制定等相关工作岗位。
【鞋类设计与制作】（高级）：主要面向鞋类设计与工艺、服装与服饰设计、鞋
类配件设计与制作、服饰商品企划、产品设计、工艺美术、时尚买手与设计、陈列与
展示设计等相关行业。主要能完成产品设计方案指导与审核、材料应用指导与审核、
鞋楦设计与指导、工艺技术指导与审核、成品制作技术指导与审核、技术规范编写方
案指导与审核、培训与指导的管理等相关工作岗位。
6
6.1

职业技能要求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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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类设计与制作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次
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鞋类设计与制作】（初级）：主要针对鞋类设计、服饰设计、时尚买手与设计、
鞋类产品制作、鞋类配件设计与制作等专业技术方向，适用于款式效果图设计、跟底
设计、全套样板设计与制作、选料与划裁、生产准备、鞋帮制作与缝纫、帮底结合与
装配、质量检验等工作岗位（群）的初级技能人员。
【鞋类设计与制作】（中级）：主要针对鞋类设计、服饰设计、时尚买手与设计、
鞋类产品制作、鞋类配件设计与制作、鞋类产品规划、陈列与展示设计等专业技术方
向，适用于效果图软件辅助设计、样板调试、鞋楦设计、产品设计方案制定、材料应
用方案制定、技术规范编写、技转方案实施、品质检验标准制定等工作岗位（群）的
中级技能人员。
【鞋类设计与制作】（高级）：主要针对鞋类设计、服饰设计、时尚买手与设计、
鞋类产品制作、鞋类配件设计与制作、鞋类产品规划、服饰商品企划、陈列与展示设
计等专业技术方向，适用于产品设计方案指导与审核、材料应用指导与审核、鞋楦设
计方案制定与审核、工艺技术指导与审核、成品制作技术指导与审核、技术规范编写
方案指导与审核、培训与指导的管理等工作岗位（群）的高级技能人员。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鞋类设计与制作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1.创意设计

工作任务

1.1 信息创意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对国内外著名服饰、鞋类品牌历史
文化进行表述
1.1.2 能对经典鞋款的设计风格与性能特点
进行表述
1.1.3 能对鞋类造型与结构工艺设计进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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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测量

1.3 模块设计与制作

2.1 物料接收

2.制作准备

2.2 设备和工具检查

2.3 材料应用

3.产品制作

3.1 鞋帮
制作

3.1.1 材料
划裁

读
1.1.4 能按照鞋类实物样品绘制效果图、结
构图
1.2.1 能对足部关键部位进行数据测量
1.2.2 能对鞋楦关键部位进行数据测量，包
括楦底样长度、前掌宽度、跖趾围、跗围、
后跷高、前跷、头厚
1.2.3 能独立使用足部、楦型测量的相关工
具
1.2.4 能对鞋底跟高与鞋楦匹进行配度
1.3.1 能根据效果图、实样进行全套样板的
制作
1.3.2 能独立完成楦底样板的制作
1.3.3 能对工艺流程进行解读与编写
1.3.4 能对传统、常规工艺进行处理
1.3.5 能运用设计软件进行初级建模和辅助
设计
2.1.1 能按生产通知单要求对物料的品名、
品类进行对应验收
2.1.2 能按生产通知单要求对原辅材料数量
和半成品数量进行计量
2.1.3 能对面、里、辅料、半成品进行质量
鉴别
2.1.4 能按生产通知单领料
2.2.1 能对自用常规设备进行基本性能检查
2.2.2 能对自用设备进行日常保养和润滑
2.2.3 能对自用设备运行是否正常进行检查
2.2.4 能按工艺文件要求的设备、工具进行
准备
2.3.1 能对应用材料的品名、品类进行辨识
2.3.2 能根据效果图、样板、楦、底、跟、
帮面等部件进行匹配
2.3.3 能对面、里、辅料的技术参数和质量
进行鉴别
2.3.4 能对多种材料应用进行搭配
3.1.1.1 能对均质材料和非均质材料进行识
别
3.1.1.2 能对非均质材料进行伤残标示
3.1.1.3 能按面料、里料、辅料的横顺纹路、
伸长方向进行合理套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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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能对裁断设备、裁料工具进行使用

3.1.2 部件
制作

3.1.3 帮面
制作

3.2.1 整型

3.2 帮底
制作

3.2.2 绷帮

3.2.3 帮底
结合

3.1.2.1 能对帮面各个部件样板进行正确使
用
3.1.2.2 能对手工刀、园刀、平刀的任何一种
以上设备工具进行片皮
3.1.2.3 能对折边、油边、锁边等常规工艺进
行边口处理和工具、设备使用：
3.1.2.4 能对部件上各标志点、标志线的位置
进行正确标注
3.1.3.1 能按工艺规程要求，对缝纫机针、面
线、底线进行适用更换
3.1.3.2 能按工艺规程要求，对针距、线距、
面线、底线的松紧进行调整
3.1.3.3 能按标志点、标志线、装饰线进行缝
纫
3.1.3.4 能按工艺规程要求，对部件装配进行
缝纫
3.2.1.1 能根据工艺规范，对缝底口线、绷帮
定位线进行绷帮前必要的整理工作，
3.2.1.2 能对内底、半内底、主跟、内包头进
行手工或使用工具、设备划裁
3.2.1.3 能对主跟、内包头进行相应技术的回
软处理
3.2.1.4 能对内底进行压型操作
3.2.2.1 能对帮套、鞋楦进行正确选配
3.2.2.2 能对帮面与鞋楦的规正度进行正确
把控
3.2.2.3 能根据帮底组合技术要求，进行绷帮
规范操作
3.2.2.4 能对胶粘剂的适用性进行选择和使
用
3.2.3.1 能对帮底结合线进行准确标画
3.2.3.2 能根据不同的帮底组合方式进行装
配操作。包括：胶粘、线缝、模压、注塑、
硫化
3.2.3.3 能根据不同工艺标准进行底部修边
3.2.3.4 能对拔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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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鞋帮制作

4.品质检验
4.2 帮底制作

4.3 成品鞋检验

4.1.1 能对各个部位材料是否合格进行检验
4.1.2 能对各个部位工艺制作是否合格进行
检验
4.1.3 能根据技术规范要求，对各步操作成
果是否合格进行检验
4.1.4 能根据工艺看板要求，对鞋帮缝合是
否完整合格进行检验
4.2.1 能对各个部位材料布局是否合格进行
检验
4.2.2 能对各个部位工艺制作是否合格进行
检验
4.2.3 能根据技术规范要求，对各步操作成
果是否合格进行检验
4.2.4 能根据工艺看板要求，对帮底部件装
配是否到位、是否符合质量标准进行检验
4.3.1 能对产品外观质量标准进行解读
4.3.2 能对鞋的外观进行标准检验
4.3.3 能对鞋的外观不合格提出修改建议

表 2 鞋类设计与制作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1.创意设计

1.2

1.3
作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对鞋类消费市场调研方案进行编写
1.1.2 能根据市场调研方案进行市场分析
1.1.3 能根据产品开发要求完成时尚买手任
市场调研
1.1.4.能根据市场分析制定产品定位策划书
1.1.5 能对新产品设计开发进行计划书编写
1.2.1 能根据要求对策划主题、绘制效果图、
结构工艺图进行编写、绘制
1.2.2 能根据主题要求，进行效果图系列化的
效果图绘制
设计
1.2.3 能对设计说明书进行编写
1.2.4 能对效果图进行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
1.2.5 能对跨界产品进行设计
1.3.1 能对技术工程图、表进行设计、绘制
模块 设计与制 1.3.2 能对部件图、数据标准进行分解、绘制、
制定
1.3.3 能对建模、多元设计的软件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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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作准备

3.产品制作

1.3.4 能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批量生产的样板
制做
2.2.1 能对材料进行按批次非均质鉴别
2.2.2 能对非均质材料的部位、伤残、厚薄进
行搭配
2.1 物料接收
2.2.3 能对均质材料进行按批次鉴别
2.2.4 能对均质材料的色泽、软硬、绒毛长短
进行鉴别和搭配
2.1.1 能对接上下工序设备、工具的检查
2.1.2 能对上下工序设备、工具基本性能的应
2.2 设备 和工具检
用
查
2.1.3 能对自用设备的易磨损零件进行更换
2.1.4 能对自用设备运转状况进行协助检修
2.3.1 能对多种材料的采购方案进行制定
2.3.2 能对特殊工艺技术的实施方案进行制
（如：打孔、印花、高频、热切等技术）
2.3 材料规划
2.3.3 能对楦底样板进行独立设计
2.3.4 能通过结构和材料进行功能设计
2.3.5 能对材料成本进行核算
3.1.1.1 能对部件主次与材料等级对应进行合
理套划
3.1.1
3.1.1.2 能对划料样板进行正确组合
材料划
3.1.1.3 能对刀模进行正确识别和使用
裁
3.1.1.4 能对裁刀、激光等截断设备进行正确
使用
3.1.2.1 能对帮面部件进行通片
3.1.2
3.1.2.2 能对各种内衬、辅件进行正确使用
3.1 鞋帮
部件制 3.1.2.3 能对帮面部件进行手工或机器改刀修
制作
作
整
3.1.2.4 能对帮部件进行规范的边口修饰操作
3.1.3.1 能对多种针、线组合交换进行正确使
用
3.1.3
3.1.3.2 能对缝纫机进行多种缝法组合操作
帮面制
3.1.3.3 能对帮里进行修边操作
作
3.1.3.4 能对飞织、梭织、3D 打印等特殊材
通过特定设备完成鞋帮部件进行装配
3.2.1.1 能对鞋底部件加工说明书进行识读
3.2 帮底 3.2.1
3.2.1.2 能对中底定型技术方案进行制定
整型
3.2.1.3 能对主跟、包头定型工艺方案进行制
制作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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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绷帮

3.2.3
帮底结
合

4.品质检验

3.2.1.4 能对皮革、橡胶、塑料、无纺物或纺
织物底材进行规范加工处理
3.2.2.1 能对手工绷帮进行操作
3.2.2.2 能对多种绷帮工艺进行组合操作
3.2.2.3 能对绷帮机进行绷帮操作
3.2.2.4 能对绷帮帮套进行合理的二次调整
3.2.3.1 能对手工帮底结合进行操作
3.2.3.2 能采用粘合、缝合、模压、注塑或硫
化装配方式进行规范化的帮底结合操作
3.2.3.3 能对帮底结合所需的各项物理化学条
件进行准确控制
3.2.3.4 能对半成品、成品鞋整饰进行操作

4.1 鞋帮制作

4.1.1
4.1.2
4.1.3
4.1.4

4.2 帮底制作

4.2.1 能对底部件加工质量进行检验
4.2.2 能对帮底组合操作的规范性和质量进
行检验
4.2.3 能对底部件加工制定质量修改方案
4.2.4 能对帮底组合操作制定质量修改方案

4.3 成品鞋检验

4.3.1 能对产品国家、行业质量标准进行解读
4.3.2 能对鞋的物理指标进行标准检验指导
4.3.3 能对鞋的不合格标准项提出修改建议

能对帮部件加工质量进行检验
能对成帮进行完整的感官检验
能对帮部件制定质量修改方案
能对全套帮面制定质量修改方案

表 3 鞋类设计与制作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市场研究
1.创意设计
1.2 品牌规划

职业技能要求
1.1.1
1.1.2
1.1.3
1.1.4
编写
1.2.1
划
1.2.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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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国际时尚动态信息进行分析
能对市场动态信息进行报告编写
能对流行趋势分析和预测进行编写
能根据市场调研报告，对商品企划进行
能根据独立品牌文化进行产品定位策
能根据产品定位进行产品规划制定
能独立完成论文、知识产权撰写

1.2.4 能对科技项目课题研究进行主持完成

1.3 主题设计

1.4 方案制定

2.1 设备和工具检
查

2.制作准备

2.2 物料调配

2.3 造型设计

3.产品制作

3.1 鞋帮制作

1.3.1 能对国际品牌主题设计动态信息进行
分析
1.3.2 能对独立品牌主题设计方案进行制定
1.3.3 能对季节性产品主题设计方案进行制
定
1.3.4 能对团队运作实施方案进行制定
1.4.1 能对品牌系列产品的色彩风格方案进
行制定
1.4.2 能对品牌系列产品的造型风格方案进
行制定
1.4.3 能对材料设计风格、品牌属性方案进行
制定
1.4.4 能对终端商品陈列与展示设计方案进
行制定
2.1.1 能充分了解全套设备、工具的主要性能
2.1.2 能对产品不同工艺要求进行设备现场
调整
2.1.3 能对产品不同工艺要求设计规划整厂
装备技术路线的基本方案
2.1.4 能对数字化、智能化装备改造升级出具
合理性建议
2.2.1 能根据工艺文件核要求，对全套面、里、
底、辅料、粘合剂数量把控
2.2.2 能对各种材料质量进行宏观把控
2.2.3 能对车间物料仓储方案进行制、修定
2.2.4 能对车间材料物流方案进行制、修定
2.3.1 能对独立品牌鞋楦造型的设计方案进
行制定
2.3.2 能对底、跟和部件造型设计方案进行制
定
2.3.3 能对鞋楦设计与制作进行独立完成
2.3.4 能根据设计及功能需求提出相关模具
改进方案
2.3.5 能根据模块化设计技术，进行零部件标
准化方案制定
3.1.1 能根据不同的材料制定合理的套划方
案
3.1.2 能根据套划方案进行操作实施指导
3.1.3 能根据品类、结构特点，对帮面部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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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帮底制作

3.3 成品整饰

4.1 鞋帮制作

4.2 帮底结合

4.标准与培训

合方案进行制、修定
3.1.4 能对手工、设备操作完成帮部件，进行
加工和装配的指导
3.2.1 能对各种底部件加工技术规范进行制
定
3.2.2 能对必要的底部件全套加工操作进行
现场指导
3.2.3 能对各种帮底组合工艺的装配进行技
术规范制定
3.2.4 能对各种帮底组合操作进行现场指导
3.3.1 能对成品鞋制定整饰方案
3.3.2 能对成品鞋整饰进行现场操作
3.3.3 能对整饰方案进行操作指导
4.1.1 能对帮面制作方案进行技术规范制定
4.1.2 能对帮面制作过程进行培训方案编写
4.1.3 能根据检验方案实施检验工作
4.1.4 能对全套技术解决方案、质量标准进行
制、修定
4.2.1 能对帮底装配技术方案进行制、修定
4.2.2 能对整鞋技术规范进行培训方案编写
4.2.3 能根据检验方案实施检验工作
4.2.4 能对全套技术解决方案、质量标准进行
制、修定

4.3 组织管理

4.3.1
4.3.2
4.3.3
4.3.4

4.4 培训指导

4.4.1 能对鞋类设计与制作的培训教材、方案
进行编写
4.4.2 能结合设计与制作综合技术，对员工进
行系统化培训
4.4.3 能对设计与制作团队建设与提升进行
培训、教育工作
4.4.4 能对时尚买手进行系统知识培训
4.4.5 能对初、中级职业技能等级人员进行工
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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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设计开发成本决算进行制定、审核
能对块化设计方案进行技术分解、审核
能对设计方案进行任务分配、组织实施
能对市场反馈意见进行产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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